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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9—2020 年度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基层党组织

名   单 
 

优秀共产党员 

（151名） 

 

中国重燃 

夏丰元       上海重型燃气轮机试验电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高  骊（女） 中国重燃党群工作部副主任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 

武心壮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工艺系统所主安系统室主 

任、主安系统室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 

武  伟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国和一号示范项目部副总 

经理兼 QA总监、国和一号示范项目部党委委员 

孙学伟（女）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质量管理部主任、质量管 

理部党支部书记 

刘树春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海阳核电项目部副总经理、 

海阳核电项目部党委委员 

中能融合 

李栋华       中能融合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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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郑  罡      中央研究院先进核能技术研究所副主任科研员 

氢能公司 

周明正       氢能公司燃料电池技术部主任、第三党支部书记 

中电国际（海外公司） 

金  迪       中电国际（海外公司）河内代表处首席代表、机关 

第二党支部群工委员 

中国电力 

顾卫东      黄冈大别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王昌仓       黄冈大别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设部电气专业 

主管 

吴泽东      中电永新运营有限公司（越南）综合部高级主管 

王  淼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公司电气部技术专工 

钱雨莎（女）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化学化验班班长 

刘建鑫      中电（沈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朝阳光伏项目副经理 

崔禧灏       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电力营销专责 

李  强       芜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综合班班长 

曲顺利      东莞中电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 

李  斌       中国电力物资燃料部高级经理 

黄河公司 

宋山茂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建设 

分公司工程项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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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斌       黄河水电物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张  勇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拉西瓦发电分 

公司生产部副主任 

石鸿铭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宁发电分公司 

HSE部主任 

李丙寅      陕西黄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李  强       黄河公司扶贫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内蒙古公司（蒙东能源、露天煤业） 

李忠飞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北露天煤矿机 

电管理部主任 

王  亮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矿山机电设备 

检修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 

王全辉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生 

产技术部主任 

张鹏林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分公司 B厂 

设备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杨  铭      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铝电分公 

司副总工程师兼工程技术部主任 

赵  煜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董事会 

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明旭      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荆门风场副场长（主持工作） 

王亚超（女） 内蒙古公司科技与创新部信息化管理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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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鹏       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采 

掘部生产队长、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 

上都河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上海电力 

李敏锋      上海闵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工程部主任、党支部书记 

游  喆（女）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张志恒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综合检修部副主任 

张  弢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值长 

徐  巍      上海电力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工程部副主任 

资本控股 

蔡  宁      资本控股纪委委员，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 

贵州金元 

李化虎      贵州金元计划与发展总监、战略规划与发展部主任 

荣新瑞      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安全总监 

陈绍瑶      贵州林华矿业有限公司综掘一工区区长 

陈  胜      蒙江水力发电总厂副厂长 

万  谦      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国核示范 

王君栋      国核示范技术与设计管理部主任、副总工程师 

陈  朋      国核示范计划控制部（董事会办公室、风险监督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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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武      国核示范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主任助理、 

干部管理经理 

山东核电 

徐  辉      山东核电运行处副值长 

阙良生      山东核电化学环保处高级专工 

王  宇      山东核电电气维修处高级专工 

铝电公司（宁夏能源铝业） 

吴克明      铝电公司总工程师兼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铜 

峡铝业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赵普辉      国家电投国际投资开发（几内亚）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部主任 

张宏云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铝业分公司电解三 

车间三工区区长 

戚  政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宁东铝业分公司电解三车 

间二工区区长 

柳  军      青铜峡铝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运行部副主任 

赵天明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遵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兼氧化铝厂厂长 

张志博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铝业分公司铁路工 

厂站主任、宁夏泾源县大湾乡苏堡村驻村工作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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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资金管理中心、香港财资公司） 

唐斌斌      财务公司副总经济师、信贷管理部总经理，第五党 

支部书记 

王逸馨（女） 香港财资公司助理总裁、财务公司第四党支部书记 

吉电股份（吉林能投） 

李发伟      陕西吉电能源有限公司临泽光伏电站站长 

王  伦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场值长 

李经德      长春热电分公司计划部库管员 

夏永丰      科技开发分公司新能源部主任助理、第二党支部 

副书记 

五凌电力（湖南分公司） 

丁爱军      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铜山岭项目副经理 

周振慰      湖南核电综合管理部（党群工作部）主管 

江西公司 

刘茂盛      湖北宜昌新能源公司百里荒风电场值长 

汤  辉      新能源发电分公司浪川风电项目经理 

叶金凤（女） 分宜发电厂扩建工程处 HSE部安全专责 

王青竹      景德镇发电厂发电车间实习值长、团支部书记 

林  寿      福建电力投资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 

徐  臻（女） 江西公司规划发展部（综合产业部）副主任，驻江 

西省赣州市全南县金龙镇树垇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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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公司 

刘  伟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大连大发能源分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莫伟良      辽宁清河检修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海阳项目部经理 

宋占武      朝阳燕山湖发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安全总监） 

卢宏林      中电投东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 

尹亮亮      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控分场保护班班长 

刘正一      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维护分场电气专工 

崔战杰      辽宁东方发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场汽机专工 

王思博       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驻庄河市城山镇胜利村扶贫工作队负责人 

东方能源（河北公司） 

朱仕祥      东方能源（河北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济师， 

雄安公司总经济师 

李  华      东方能源（河北公司）办公室机关事务管理高级主管 

何子峰      热力分公司供热管理三部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  

河南公司 

李  斌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沁阳发电分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徐士勇      国电投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胡雪梅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平顶山发电分公司 

生产技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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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宏       国电投河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土 

耳其艾伦电厂运维指导项目部经理、党支部书记 

王晓明       国家电投集团湖北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界岭 

风电场值班长 

郑远凯       国电投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市场开发部 

主任，热力卫辉分公司经理、综合能源开发部主任 

徐  宁       国电投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挂职河南省商城县副县长（主抓扶贫） 

铝业国贸 

汤笑天       铝业国贸计划与财务部资金管理专责 

江苏公司 

夏永峰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发 

展经营部主任 

新疆能源化工 

王  刚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疆分公司 

生产管理中心值班长 

曹广刚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木垒新能源有限公司老君 

庙风电场副场长 

钱  钢      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环保质检党支部 

书记、化工环保站（安评室）主任 

袁  陶      新疆伊犁库克苏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库什塔依水电 

站运行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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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建军       新疆能源化工驻策勒县策勒乡托帕艾日克村“访惠 

聚”工作队队员 

云南国际（伊江公司） 

王齐跃      云南国际公共关系部（党委宣传部）主任 

赵  东      云南中云电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滇中水电事业部党 

总支书记、董事长 

张庆涧       云南国际昭通水电事业部小岩头电站设备主管，云 

南国际扶贫工作队队长 

能源科技工程 

周  伟      能源科技工程安全质量部主任 

赵琰韶      分宜扩建项目部工程管理部主任 

王继涛      土耳其分公司艾伦运维项目部总经理助理 

北京公司 

薛华武      北京公司总经理助理，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执行董事，磴口治黄治沙工程筹备处主任 

山东院 

陈开国      山东院国际事业部高级项目经理、巴西项目副经理 

何桂明      山东院电网设计研究院高级项目经理 

董长竹      山东院发电事业部项目管理部主任 

重庆公司 

王旭辉      国家电投集团重庆合川发电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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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飞平      贵州省习水鼎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运行一部 

主任 

远达环保 

王  挺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山西铝业超 

低排放改造工程项目经理 

王玉刚      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主管 

广西公司 

黄成亮      广西公司办公室主任 

四川公司 

谢秉利      四川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副主任 

周  军       凉山分公司综合部主任，挂职凉山州喜德县则约乡 

党委副书记 

许自勉       四川中水能源有限公司水工专责，挂职凉山州美 

姑县拖木乡脱贫攻坚专职副书记 

广东公司 

郑心勤      国家电投集团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生产工程部 

副主任 

成套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汪晗宇      成套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集中采购部高级经理 

综合智慧能源（国核电力院） 

席占生       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兼海上风电工程技术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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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城名       重庆公司线路专业总工程师、线路党支部书记 

浙江分公司 

姚万军       杭州新能源生产运营有限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副主任 

黑龙江分公司 

张宝东       佳木斯核能供热示范项目筹备处主任 

山东分公司 

孙元同       山东分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 

国核锆业 

党  辉      国核锆业质量管理部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湖北分公司 

余  涛      湖北分公司综合管理服务中心技经组组长 

魏雄浪      荆门绿动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准备部值长 

高志平      湖北分公司本部第一党支部书记、综合管理服务中 

心主任 

国核自仪 

姜群兴      国核自仪研发中心主任工程师 

上海成套院 

刘传亮      上海成套院燃气轮机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技术 

研究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燃机党支部副书记（主 

持工作） 

安徽分公司 

李庆阳       国家电投固始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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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分公司 

王少伟       陕西分公司法律顾问兼纪检监察高级主管 

国核设备 

于金德      国核设备计划与项目管理部示范项目部 HSE经理 

资产管理公司 

侯桂友       资产管理公司组织发展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国核运行 

严  智       国核运行副总工程师兼山东分公司总经理 

西藏分公司 

李  郦（女） 西藏分公司综合管理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团委书记、 

机关第三党支部书记 

信息公司 

陈  冲       重庆中电自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运营业务部经理兼 

市场营销部副经理 

山西分公司 

焦永强       国家电投集团寿阳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福建公司 

彭  涛       漳州国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主任 

甘肃分公司 

张俊蔚       甘肃分公司规划发展部主管 

基金公司 

金大力       基金公司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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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分公司 

孙艳霞（女） 海南分公司财务经营部主任 

广西核电 

杜  岩（女） 广西核电党群工作部（纪委办公室、审计内控部） 

党建高级主管 

湛江核电 

王  军      湛江核电技术部核岛与总体板块经理 

国核浙能 

贾建荣       国核浙能安全质量部经理 

江西核电 

徐  良       江西核电核技术应用与开发部专责 

人才学院 

吴  洋       人才学院院长助理兼综合管理部（党群工作部）主任 

党校（领导力学院） 

卢保成       领导力学院院长助理 

集团公司总部 

刘泉华       集团公司综合管理部机要秘书 

许建枢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与培训处长 

谢  雷       集团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电力协同安全监督处长 

汪雅萍（女） 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重点任务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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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党务工作者 

（80名）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 

周  敏（女）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纪委委员、党委工作部 

（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工作部党支部书记 

顾诞英（女）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电气仪控所所长助理、电 

气仪控所党总支群工委员，堆控信息和机电设备控制 

党支部书记 

中央研究院 

宋玉兵       中央研究院纪委委员，纪委办公室（党委巡察办） 

副主任 

中电国际（海外公司） 

范志红（女） 中电国际（海外公司）党建与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机关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 

中国电力 

谢仕儒       中国电力政治工作部（工会办公室）主任、本部 

第二党支部书记 

程  智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政治工作部主任、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王  艳（女） 中电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运部副经理、党支部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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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继甫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燃运部经理、党支 

部书记 

陈文乐（女） 中电（普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政治工作部党群 

主管、综合党支部组织委员 

黄河公司 

李素转（女） 甘肃盐锅峡发电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年惠中       黄河电力检修工程有限公司党建主管 

魏  龙       宁夏黄河水电青铜峡发电有限公司运行分部主任、 

运行分部党支部书记 

刘家福       黄河公司扶贫工作办公室扶贫主管，黄河公司驻青 

海黄南州尖扎县坎布拉镇尕布村第一书记 

内蒙古公司（蒙东能源、露天煤业） 

荣  昕（女） 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党建部主任 

王志新       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党建部主任 

王  勇       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 

党群工作部主任 

宋玉兰（女） 内蒙古公司党建部党建管理专责 

王有财       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物资供应中心党支部书 

记、驻通辽市科左中旗花吐古拉镇柏林艾勒嘎查第一 

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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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 

蔡瑜然       上海电力（马耳他）控股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 

总经理助理 

韦  华       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总务（党群）部主任 

高建林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月梅（女）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田集发电厂纪委办公室主任 

资本控股 

郭  枫       资本控股总经理助理，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 

卢  静（女） 资本控股纪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兼党委秘书，党群 

工作部（党委巡察办、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贵州金元 

夏  筠       茶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詹  林       贵州西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肖  琳（女） 贵州金元党建部党建管理高级主管 

焦伟伟       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黔北发电厂政工部挂职 

副主任、团委书记 

赵久良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值长、纳雍发电总厂驻纳雍县曙光镇河沟村第一书记 

国核示范 

马志强       国核示范党群工作部党建专责、党委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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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核电 

史永新       山东核电行政处处长、党支部书记 

王培庆       山东核电省派菏泽市成武县天宫庙镇翟楼村第一书记 

铝电公司（宁夏能源铝业） 

徐  亮       国家电投集团山西铝业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主任、 

综合管理党支部委员 

刘文华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中卫热电有限公司党群 

工作部主任 

韩向文       国家电投集团铝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发电场主任、生 

产第一党支部书记 

吉电股份（吉林能投） 

刘津含（女） 吉电股份党建部机关党委事务管理一级员 

江澍潇（女） 安徽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党建、宣传管 

理主管 

五凌电力（湖南分公司） 

傅  旭       宁夏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王仁权       五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江西公司 

吴新翔       上犹江水电厂党委书记、副厂长 

谭俏峭（女） 江西公司党建部（党委办公室）思政与精神文明管 

理主管 

曾海强       江西峡江发电有限公司政工部副主任、团总支书记 

兼党委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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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智       高新清洁能源分公司赣州区域中心党支部书记、 

副经理 

东北公司 

高  闯       辽宁清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党总支部书记 

盛红忠       辽宁东方发电有限公司燃运分场党支部书记 

余翠红（女）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抚顺抚电能源分公司 

纪委委员、党群部（工会办）主任 

罗东升       朝阳燕山湖发电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主持 

工作） 

东方能源（河北公司） 

杨美燕（女） 张家口公司党群部党建管理、机关党支部委员 

韦志林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刘洪斌       承德公司副总经理兼驻村第一书记 

河南公司 

宋润泽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开封发电分公司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梁  艳（女） 国家电投集团郑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 

人力资源部主任 

孙  琳       国电投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主任兼纪委 

办公室主任 

江苏公司 

钱建辉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 

经理，苏州吴中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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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能源化工 

杨  松       乌苏四棵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 

房纪承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吐鲁番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 

云南国际（伊江公司） 

平巍巍       云南国际总经理助理，小其培公司党总支书记、总 

经理，克钦邦代表处主任，缅甸零碳能源技术公司副 

总经理 

能源科技工程 

赵殿林       分宜扩建项目部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北京公司 

徐  锐       北京公司党建管理高级主管、团委副书记 

卢  阳       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达茂旗维检中心站站长兼党 

支部书记 

山东院 

江  山       山东院新能源事业部党总支书记 

杨  军       山东院电网设计研究院费用控制部主管工程师，派 

驻菏泽玉皇庙村第一书记 

重庆公司 

郭正莲（女） 重庆公司党建部（群团工作部）主任、机关党委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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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廷武       贵州省习水鼎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驻习水县永 

安镇小岗村第一书记兼同步小康工作组组长 

远达环保 

张  星       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 

（工会办公室）主任 

广西公司 

车传智       广西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 

公司桂林分公司党委书记 

四川公司 

李运才       四川中水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 

负责人 

吉胡曲洛     乐山分公司铁觉电站运行值班员，挂职凉山州美姑县 

拉木阿觉乡核马村第一书记 

广东公司 

陈博思       广东公司党群工作部党建专责 

综合智慧能源（国核电力院） 

张小勇（女） 智慧能源设计分公司副总经理、智慧能源设计党总 

支副书记兼党务专责 

国核锆业 

王  蓓（女） 国核锆业党群工作部职员 

王  卫       国核锆业安全环保部高级主管，延川县双庙村第一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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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核自仪 

王黎泽       国核自仪办公室副主任，联合第三党支部书记 

上海成套院 

时  代       上海成套院党群工作部主任 

陕西分公司 

李利荣（女） 陕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 

国核设备 

张宏涛       国核设备纪委委员，纪委办公室主管 

资产管理公司 

赵忠民       国电投华泽（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主任、纪检审计部主任 

国核运行 

谢圣华       国核运行安全质量部（HSE部）主任、第四党支部书记 

福建公司 

陈福荣       福建公司驻龙岩市漳平市吾祠乡留地洋村驻村第一 

书记 

集团公司总部 

郭竞竞（女） 集团公司党建部（党组办公室）党组事务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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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基层党组织 

（99个）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国和一号示范项目部党委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工程设备所党总支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人力资源部党支部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核电软件技术中心党总支 

中国电力 

黄冈大别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东莞中电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党委 

芜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巴基斯坦胡布项目党支部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党支部 

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部党支部 

中电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实业公司大别山项目部党支部 

中电（沈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中国电力香港事务部党支部 

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第二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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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公司 

黄河鑫业有限公司党委 

青海黄河新能源维检有限公司党委 

黄河公司机关第一党支部 

国家电投集团西安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西宁电池制造分厂党支部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班多发电分公司生产党支部 

内蒙古公司（蒙东能源、露天煤业） 

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党委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分公司党委 

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设备维修党支部 

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党支部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南露天煤矿剥离运行部党支部 

通辽盛发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机关党支部 

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责任公司赤峰铁路分公司第一党支部 

上海电力 

土耳其 EMBA发电有限公司党支部 

上海上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党总支 

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党支部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党支部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第一党支部 

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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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控股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党支部 

贵州金元 

安顺水力发电总厂党委 

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党委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电热检修党支部 

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发电厂电热检修党支部 

国核示范 

国核示范设备管理与采购部党支部 

山东核电 

山东核电仪控维修处党支部 

山东核电行政处党支部 

铝电公司（宁夏能源铝业） 

青铜峡铝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铝业分公司电解二车间党支部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临河发电分公司发电运行部党支部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炉窑修理部党支部 

吉电股份（吉林能投） 

浑江发电公司党委 

国核吉林核电有限公司党支部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党支部 

白城发电公司燃料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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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凌电力（湖南分公司） 

黔东电力有限公司党委 

贵州清水江水电有限公司三板溪水电厂党总支 

东坪水电厂党总支 

江西公司 

新昌发电分公司党委 

江西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党委 

江西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管理部党支部  

洪门水电厂洪门电站党支部 

东北公司 

朝阳燕山湖发电有限公司党委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大连大发能源分公司党委 

辽宁清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海阳项目部党支部 

辽宁东方发电有限公司燃运分场党支部 

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维护分场党支部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抚顺热电分公司发电运行分场党支部 

东方能源（河北公司）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党委      

热力分公司客户服务与用热稽查中心党支部 

检修运行分公司新能源运检党支部 

河南公司 

国电投南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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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投周口燃气热电有限公司党委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沁阳发电分公司机关党支部 

开封京宇电力有限公司开封空气液化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苏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党委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经营党支部 

新疆能源化工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公司党委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五彩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党支部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玛依塔斯风电场

党支部 

云南国际（伊江公司） 

伊江上游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 

云南中云电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昭通水电事业部党总支 

云南中云电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事业部党总支 

能源科技工程 

上海御海风力发电分公司党总支 

白音华项目部党支部 

北京公司 

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 

国电投（天津）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运营党支部 

山东院 

山东院发电设计研究院机务环保第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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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重庆狮子滩发电有限公司党委 

远达环保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核环保党支部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生产党支部 

广西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 

四川公司 

乐山分公司党委 

广东公司 

中电（四会）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 

成套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上海电投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党支部 

综合智慧能源（国核电力院） 

综合智慧能源（国核电力院）规划咨询党支部 

国核锆业 

国核锆铪理化检测有限公司党支部 

湖北分公司 

光伏分公司党支部 

国核自仪 

国核自仪联合第三党支部 

上海成套院 

上海成套院研发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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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核设备 

国核设备技术中心党支部 

资产管理公司 

滨海新能源公司（能源管理公司）党支部 

国核运行 

国核运行第六党支部 

集团公司总部 

集团公司发展部党支部 


